
 

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文件 

中仪协［2018］号 

 “2019 中国实验室发展大会” 

大会日程表 

各有关单位： 

   “2019 中国实验室发展大会”（简称 CLC 2019）筹备工作已就绪，定于 2019

年 3 月 27 日-28 日在国家会议中心（北京）与第十七届中国国际科学仪器及实

验室装备展览会（CISILE 2019）同期召开。 

特此诚邀请相关单位的院士、领导、专家、学者、企业家、检测机构、实验

室、科研院校、大型食品生产企业等相关工作者莅临本届大会。我们将力争把大

会办成最前瞻、最具代表性的有关实验室管理与检测技术行业的盛会。 

时间：2019年3月27日-28日（26日全天报到） 

地点：北京国家会议中心（北京市朝阳区天辰东路7号） 

主办单位：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 

协办单位：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协会 

承办单位：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分析仪器分会 

北京朗普展览有限公司 

北京雄鹰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 

大会官网：www.clcchina.cn 



 

请您认真填写参会注册表，并提供与会人员名单，请传真或发邮件至大会组

委会。（联系人：于健 13439755593 电话：010-82967481 传真：010-82967471 邮

箱：yujian@lanneret.com.cn 或 280251967@qq.com ） 

现将本次论坛日程安排和具体内容通知如下： 

大会开幕式及大会报告   

时间：3月 27日（星期三）9：00-17：00  

地点：国家会议中心 E232（A+B） 

主持人：  

时  间 内  容 

08：30--09：00 注册报到 

09：00--09：30 
开幕式：1、主持人介绍出席论坛的院士和领导 

2、致辞 

09：30-10：00 
我国环境监测技术发展回顾与展望 

演讲嘉宾：中国工程院  魏复盛院士 

10：00-10：30 
标准物质建设 

演讲嘉宾：中国工程院  王海舟院士 

10：30-11：00 
多元化实验室的装配式建设及可持续应用技术 

演讲嘉宾：山东沃柏斯实验室工程有限公司 李清慧研发工程师 

11：00-11：30 
实验室全生命周期管理平台 

演讲嘉宾：惠诺德(北京)科技有限公司  黄建宇总经理 

11：30-12：00 

检验检测机构改革未来发展影响 

演讲嘉宾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认可与检验检测监管司  乔

东副司长 

12：00-13：00 中午休息和午餐 

13：00-13：30 
检验检测的国际互认规则与发展 

演讲嘉宾：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   肖良副秘书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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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：30-14：00 
 

演讲嘉宾：岛津企业管理(中国)有限公司 

14：00-14：30 
实验室安全隐患防范与控制 

演讲嘉宾：广州德标智能化工程有限公司  戴红军 

14：30-15：00 
电子电器有害污染物标准以及国内外现状 

演讲嘉宾：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四研究院院  邢卫兵主任 

15：00-15：30 茶歇休息和参观展览会 

15：30-16：00 
实验室国际比对和质量控制 

演讲嘉宾：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 李红梅研究员 

16：00-16：30 

互联网+实验室 

报告老师：湖南航天天麓新材料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李志娟总经

理 

16：30-17：00 
我国钢铁材料成品性能检测试验室的自动化建设 

报告老师：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  乐金涛高级工程师 

专题一：实验室认可认证及相关标准专题 

时间：3月 28日（星期四）9：30-12：00  

地点：国家会议中心 E2-1-2会议室 

主持人： 

时  间 内  容 

9：30-10：00 
监测机构改革与大型技术服务项目科学管理 

演讲嘉宾：北京理化分析测试中心 张经华研究员 

10：00-10：30 
CNAS 最新政策、法规变化及重点工作 

演讲嘉宾：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  曹实处长 

10：30-11：00 茶歇休息和参观展览会 

11：00-11：30 
 

演讲嘉宾：国家认监委科技与标准管理部  娄丹处长 



 

11：30-12：00 
 

演讲嘉宾：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  陈延青处长 

专题二：医学质谱实验室建设与应用专题 

时间：3月 28日（星期四）9：30-12：00  

地点：国家会议中心 E231会议室 

主持人： 

时  间 内  容 

9：30-10：00 
新一代 MALDI-TOF MS 及临床检测应用 

演讲嘉宾：国家卫健委科学技术研究所  周晓光课座研究员 

10：00-10：30 
质谱核酸分析在精准医学中的应用 

演讲嘉宾：博淼生物科技(北京)有限公司  梁海泳总经理 

10：30-11：00 茶歇休息和参观展览会 

11：00-11：30 
质谱技术在临床小分子检验中的应用 

演讲嘉宾：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李岩研究员 

11：30-12：00 
 

演讲嘉宾：北京博晖创新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专题三：食品安全实验室的建设与应用专题 

时间：3月 28日（星期四）9：30-12：00  

地点：国家会议中心 E232A会议室 

主持人： 

时  间 内  容 

9：30-10：00 
国内外农药残留研究与管理进展 

演讲嘉宾：中国农业大学 潘灿平教授 

10：00-10：30 
食品安全中涉及的元素检测相关标准介绍 

演讲嘉宾：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刘丽萍研究员 

10：30-11：00 茶歇休息和参观展览会 

11：00-11：30  



 

演讲嘉宾：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 金芬

研究员 

11：30-12：00 
实验室用耗材（过滤器和 SPE 柱）测评及应用 

演讲嘉宾：上海市食品研究所 吴轶副主任 

专题四：互联网+实验室专题 

时间：3月 28日（星期四）13：00-15：30  

地点：国家会议中心 E235会议室 

主持人： 

时  间 内  容 

13：00-13：30 
实验室危险品管理与互联网的结合-试剂管理平台 

演讲嘉宾：北京工业大学国资处  杨金福副处长 

13：30-14：00 

LabOS智能实验物料管理平台在天祥食品和化学实验室应用案例分

享 

演讲嘉宾：上海瑞铂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胡麒技术总监 

14：00-14：30 茶歇休息和参观展览会 

14：30-15：00 
互联网+助力实验室合规化采购 

演讲嘉宾：安特百货 张志丽运营经理 

15：00-15：30 
未来经营创新模式：仪器经销商如何利用互联网+为实验室服务 

演讲嘉宾：杭州携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 陈鸿运营总监 

专题五：实验室仪器校准专题 

时间：3月 28日（星期四）13：00-15：30 

地点：国家会议中心 E236A会议室 

主持人： 

时  间 内  容 

13：00-13：30 
基体添加法原理大气监测分析仪在线校准技术 

演讲嘉宾：中国计量科学研究员 周泽义研究员 

13：30-14：00 校准实验室仪器设备的量值溯源 



 

演讲嘉宾：北京市计量检测科学研究院 吴讯高级工程师 

14：00-14：30 茶歇休息和参观展览会 

14：30-15：00 
超高纯气体中痕量杂质量值溯源技术 

演讲嘉宾：中国计量科学研究员 胡树国副研究员 

15：00-15：30 
2018《监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》 

演讲嘉宾：北京市计量监测科学研究院 杨慧高级工程师 

专题六：环境实验室建设与管理专题 

时间：3月 28日（星期四）13：00-15：30 

地点：国家会议中心 E236B会议室 

主持人：饶红研究员 

时  间 内  容 

13：00-13：30 
主导因素对提升环境实验室能力建设的重要性 

演讲嘉宾： 北京排水集团水质检测中心 翟家骥 

13：30-14：00 
环境监测实验室建设与管理 

演讲嘉宾：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  杨懂艳副主任 

14：00-14：30 茶歇休息和参观展览会 

14：30-15：00 
实验室的风险及安全管理 

演讲嘉宾：北京市化工研究院  尹洧研究员 

15：00-15：30 

室内环境质量评价 

演讲嘉宾：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  吴

亚西研究员 

专题七：高校实验室建设与管理专题 

时间：3月 28日（星期四）13：00-15：30 

地点：国家会议中心 E2-1-2会议室 

主持人：  

时  间 内  容 



 

13：00-13：30 
虚拟实验室技术研究进展 

演讲嘉宾：天津大学  赵友全教授 

13：30-14：00 
实验室安全管理的理念与实践 

演讲嘉宾：清华大学  杨睿教授 

14：00-14：30 茶歇休息和参观展览会 

14：30-15：00 
谈高校实验室参与人员主动安全意识的重要性 

演讲嘉宾：吉林大学 赵纯教授 

15：00-15：30 
 

演讲嘉宾：浙江大学  周建光教授 

 

注：大会日程可能根据实际情况略有调整，以现场报告内容为准，敬请谅解。 

 

酒店住宿 

以下酒店是国家会议中心附近酒店，您可自行打电话预定酒店。 

 

酒店名称 星级 地址 电话 距展馆 

国家会议中心酒店 四星 
北京市朝阳区北辰

西路 8号院 1号楼 
010-84372008 0.5公里 

北京中奥凯富酒店 四星 北京市朝阳区慧忠

北里 302号 

010-59636699 2公里 

北京奥友宾馆 准三星 北京朝阳区亚运村

汇园公寓 J座 11门 

010-84105566 1.4公里 

速 8学院路店 经济型 北京市朝阳区麦子

店西街 39号 

010-67703388 3公里 

 



 

交通路线图 

公交：(1）运通 113、983、944、944支、660、753、740、656、386、611在北

辰桥西站下车；(2)运通 110、328、379、419、484、518、628、751、836、913、

949在大屯路洼里南站下车 

地铁：乘坐北京地铁 8号线到奥林匹克公园站下（E西南口出站即可抵达正

门）。 

 



 

2019 中国实验室发展大会 
注册回执表 

请详细填写以下“注册表”，传真或者邮件回传，邮箱 bjxh666@vip.163.com， 

传真 010-62957691，联系人许浩 13693072001。 

单位名称  

通讯地址  邮编  

发票抬头  税号  

参会代表姓名 性别 职称 手机 E-mail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注册费用（食

宿自理） 

2019 年 1 月 15 日-3 月 15 日注册：2000 元/人，同一单位 3 人及以

上报名享受优惠价 1600 元/人。 

2019 年 3 月 15 日后注册：2000 元/人， 同一单位 3 人及以上报名

享受优惠价 1800 元/人。 

注册费包含：会议材料、两顿午餐、礼品一份、作者同意拷贝的 PPT、住宿酒店优

惠等；  

费用总额 （大写）：   仟    佰    拾    元整；  （小写）：      元 

付款信息 

收款单位：北京朗普展览有限公司 

开 户 行：工行北京西直门支行 

银行帐号：0200 0650 0920 0033 

658 

参会负责人（签字或盖章）：   

 

 

  年    月    日 

发票明细 □会议费       □会务费       □注册费        □培训费 

注：1、网上专业听众预登记，敬请登录 www.clcchina.cn。 

2、参会人员注册后请于 10 日内将注册费汇入指定账户，注明“CLC 注册费”。 

3、收到汇款后，组委会将邮寄发票，请注意查收，或报到时现场领取发票。 

4、请在报到处出示您的汇款凭证。 

如有其他需求，请予注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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